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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迫害十八周年集會 政要聲援 

共产党天天犯法！自己如今觉醒，退

团、退队，与其誓不两立。 

王寿健是 1964 年加入中共的老

党员，他最近在海外表示，中共的根

都已烂透了，它在五十年代到现在发

动了五十多次运动，都是人为挑起来

的：毛泽东用一张大字报发动“文化

大革命”，浩劫长达十年，使当时的

中国经济滑到了崩溃边缘，现在江泽

民集团对法轮功学员的无理迫害，甚

至还毫无人性地活体摘取他们的器

官牟利，天理难容，感到很愤慨，所

以下定决心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 

一名国内游客在巴黎三退服务点

直言，共产党根本不配坐在领导位

置，自己经常翻墙了解真相，中共官

员从大到小没有不贪的，自己和家里

的亲朋好友都已经在退党网办了

“三退”。他说，“真善忍”这三个

字我认同，中国没有共产党的话，老

百姓会更好，爱国与爱党是根本不同 

据海外退党网统计，在今年中共

所谓的建党日当天，有逾九万人声明

三退（退出党、团、队组织），还有很

多人利用在海外旅游之际办理三退。

很多人明确表示，共产党已经穷途末

路，不能再与这个邪党为伍了。一名

叫莜莜的三退者在声明中说，从小到

大的洗脑真让我以为，我是共产主义

接班人；可在强拆面前都傻了，在市

政府前上访被打后，我幡然醒悟，谈

何法制？共产党的宪法都是假的！一

定要退出这个邪恶组织，不想再让它

毒害我们的孩子！ 

三退人士彭永在声明中表示，从

儿时起便读共产党的愚民教科书，那

时以为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高中

时入了共青团。后来认识到，其政策

都是用来维护贪官利益的，乡长是喝

出来的，县长是送出来的，省长是生

出来的。公民应有的投票、选举、游

行、示威的权利，实际却不允许实施， 

18 年前的 7 月 20 日这一天，时

任中共党魁的江泽民发起了对法轮

功的残酷迫害，今年的7 月 20 日，美

国的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华盛顿的国

会山再次举行一年一度的大型集会，

呼吁“结束迫害、法办江泽民”。十几

位美国国会议员和非政府组织代表

到场发言，声援法轮功学员持续十八

年来的和平反迫害壮举。佛罗里达州

国会议员萝斯−丽蒂念女士发言时，

环顾集会现场四周，看着林立的横幅

感慨道：世界需要真善忍，这些让我

们站到了一起！停止残酷迫害，停止

活摘器官！法轮功修炼者平和善良，

应该享有基本的人权——信仰自由。

加州的资深国会议员罗拉巴克在集

会上说：感谢你们为反迫害所付出的

努力，你们让我们意识到，全世界善

良的人们都是一个整体，法轮功学员

和全球每一个善良正直的民众，都相

信那些美好的理念，这会帮我们把这 

 

个世界变得美好。 

新泽西州国会众议员佩恩在发

言中表示，多年来，无数法轮功学员

被关入监狱、看守所和劳改所，饱受

毒打折磨，甚至还遭受性侵，身体和

精神上都饱受创伤，而这一切都仅仅

是因为他们的信仰。更有证据清晰表

明，坚持信仰的他们还遭活摘器官。

佩恩表示：任何政府没有资格决定一

个人的信仰，这样做就是干涉了人类

自由的最核心部分。宾西法尼亚州国

会众议员罗斯福斯说：我钦佩法轮功

学员在反迫害中贯穿始终的平和非

暴力行为，这个功法吸引着世界各地

的人们，法轮功学员是为人权发声的

英雄，对生命和自由的尊重是普世理

念，每个人都该遵循。密苏里州国会

议员瓦格纳女士的外交政策顾问代

表议员到场发言，她用中文说，如果

议员本人今天亲临现场的话，她会

说：停止迫害！法轮大法好！ 

 

2017 年 

8 月 
 

逾九萬人“七一”三退 的两回事。另一名游客曾是参加六.四

学运的学生，他说：我亲历“六.四”，

中共杀了这么多的学生，愣说“一个没

杀”，共产党就是恐怖加谎言，解体中

共是天意，善终究会战胜恶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共封网升级 

网民再掀翻墙潮 

最近中共对网络的封锁愈加升级，

甚至连付费版的 VPN 也出现被禁止，还

声称要清理各类翻墙软件，许多涉外酒

店和外企更是横遭网络管制。网民们怨

声载道，有网友质问：当局到底在怕什

么？完完全全的反智行为！旅德中国

问题专家仲维光表示，害怕言论、信息

自由，这是中共一党专制的特质决定

的，因为它的专制是建立在恐怖和谎言

基础上的，人们知道的真相越多，反对

其专制的就会越多。所以中共总想要把

人们孤立在小圈子中，封锁信息必然是

它的一种手段。 

然而事实证明，中共越是封网，网

民对墙外世界的好奇心就越大，越想去

看看那个世界里到底有什么，翻墙的劲

头因此反而越大，翻墙软件的研发也在

不断升级。动态网是一批专门关注中共

网络封锁的技术人才组建的，他们开发

的翻墙软件“自由门”和“无界”，即

使在现今 VPN 被封掉的情况下，仍能可

靠运行。 

动态网公司总裁夏比尔介绍说，自

由门和无界有超越 VPN 的优势，这些软

件在不断地更新，保证不被封锁，加上

使用最强加密方式，让民众使用起来很

安全，很多年前中共就已经没有办法去

查是谁在翻墙了。现在包括警察国安这

些系统，或者是学校、党政机关、高科

技公司，都很普遍地在使用翻墙软件。

夏比尔表示，在中国大陆使用自由门和

无界浏览的人数非常多，找周围的人问

一下，很容易得到这个软件的。当民众

看到墙外的真实信息，党媒的很多谎言

将在一夕之间被揭穿，抛弃中共会是愈

来愈多人共同的选择。(欢迎来信索取

软件) 

 



费城自由钟下的对话 

腐败犯罪横行的背后 

 

   
 
 
  
 
 
 
                                                               
 
 
 
 
 
 
 
 
 
 
 
                                                                    
 
 
 
 
 
 
 
 
 
 
 
      

现身揭黑幕 

女律师彰显勇气 

两年前的 7 月 9 日，中共大舉抓

捕了数百名律師和維權人士，这一震

惊海内外的迫害律师案被称为“709

案”。在“709 案”沉冤两周年之际，

被中共当局构陷的王宇律师在“参与”

网上登载署名文章《王宇和包龙军：

致敬！“709”案辩护人》，揭露了她

被非法关押期间遭遇的酷刑。除了对

所有声援她的律师和正义人士表示

感谢外，她对仍被非法关押的律师同

行们的处境表示担忧，希望外界帮助

营救他们，尤其是两年来杳无音信的

王全璋律师。 

王宇律师曾多次为强拆案当事

人维权和为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辩

护。2015年7月9日凌晨，她和丈夫

包龙军、儿子包卓轩突遭警方非法抓

捕，被连续戴了七天七夜的手铐脚

镣。王宇律师写道：回想起那不堪回

首的日子，当我被戴上手铐、套上黑

头套拖进那座恐怖阴森的地狱后，恶

魔就开始了对我残酷的折磨。那些恶

魔不仅仅是残忍的预审和主管，还包

括那些看守我的小姑娘，都是 20 岁

左右的年纪，小小年纪的她们为什么

会那么邪恶？她们能一拥而上将极力

反抗的我强行扒光，还变着法子虐待

我，比如刚要喝水，她们马上就拿走

杯子；刚开始吃饭就告诉我，吃饭时

间已经结束了！那时我是被划在一个

40 厘米见方的小方框内，只要腿脚稍

微有一点出了那个小方框，就会遭她

们斥责或殴打。 

律师就是为合法权益、实现社会

公正而存在的。在“709案”中，中共

对于那些敢于站出来维护法律尊严的

正义律师，不惜动用酷刑，迫使他们

放弃对法律原则的坚守。对王宇律师

来说，比肉体虐待更严重的是精神折

磨，中共恶徒对履行职守的律师宣泄

暴力，试图通过肉体折磨逼迫其精神

妥协。在“709 案”依然沉冤和中共

的迫害尚未结束之际，王宇律师站出

来发文，揭露自己所遭受的酷刑，彰

显她不同凡响的社会责任感和令人

敬佩的道德勇气。 

 

当今官员的腐败犯罪率奇高，令

人震惊。最新数据显示，仅 2017 年上

半年，纪检机构立案超过 25 万件、处

分 21 万人。其中，省部级官员 38 名、

厅局级千余名、县处级八千余名、乡

科级超过三万名。中共十八大以来，

因犯罪落马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

委员超过 8.5%，远高于社会平均犯罪

率。另据官方之前的统计，当局“打

虎”以来，已在中央、省、地三级立案

侦办 243 万多个案件，受处分者达

237 万多人。有消息说：中共纪检系

统压下的不回复举报材料已超过 500

万份，“一百年也处理不清”。 

有分析认为，权力与资本的结合，

是当今大规模制度性腐败的特点。一

名原监察部官员表示，中共的腐败已 

经达到了人类有史以来登峰造极的

地步。就像癌细胞一样，一批癌细胞

被杀死了，成千上万的癌细胞又被复

制出来，在钱和权这两根魔杖的指挥

下，腐败分子真是前腐后继。 

《大纪元时报》评论员夏小强指出，

中共的大规模制度性腐败始于江泽

民上台后。江在政治局层面拉拢亲

信，同时也对积极执行其迫害法轮功

政策的官员进行提拔和奖励。在当时

的政治形势下，一大批想要升官发财

的投机官员，靠迫害法轮功往上爬。

在江泽民共同腐败的政策下，党政军

系统出现了由贪官污吏构成的江派

利益集团，政治权力走向了全面腐败

的黑暗时期。江泽民制造的这个大浩

劫，把官员推向了贪污腐败、堕落淫 

 

 

在美国名城费城自由钟景点，每

天都有很多中国游客来参观，越来越

多的中国游客在这里的真相点了解

了法轮功真相，并通过义工的协助做

了“三退”。 

一天，一个来自四川的王先生在

这里遇到了法轮功学员张女士，两人

聊了起来。张女士退休前任职某进出

口公司经理，现已八十多岁。王先生

看到她步伐矫健、精神抖擞，很感吃

惊。张女士告诉他，自己以前曾有肾

脏病、心脏病、风湿性关节炎等，自

1994年炼功后，不仅身体好转，而且

遵照“真善忍”的准则，做事多为他

人着想，家庭关系得到改善，这些在

亲友中都是有目共睹的。 

王先生指着法轮功资料说，炼功

我不反对，但您为什么要参与搞政治？

张女士笑答道，这个问题问得好！她

给王先生讲述了自己的经历：1999年7

月全面迫害法轮功开始后，出于对政

府的信任，我去北京上访，想告诉政

府炼法轮功对身体、道德和社会多么

有益，结果被公安关押了二十多天，

后来又因为不放弃修炼，被关押在江

苏女子劳教所，劳教一年。那时我已

经快七十岁了，被强制劳动，在烈日

下暴晒，还被逼迫长时间跑步。我们

连炼功健身和做好人的权利都被剥

夺，你说这是什么世道？为恢复这种

基本正当权益，我告诉大家真相，怎

么能说是搞政治呢？ 

 

王先生又问：看你们经常劝人三

退，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张女士

说：我们中国叫神州大地，一个人、

一个社会能否得到上天的佑护，都离

不开基本的做人准则。你比如说发

誓，不管古代还是现代，对天发誓可

是很严肃的事情，应验的例子也很

多。一个人如果真心想去做好人，上

天会帮他。可是要是一个人举着拳

头，信誓旦旦地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

一个黑帮时，你说后果会是怎么样呢？

所以我们要正式声明退出党、团、队

组织，才能解除这个毒誓，这样才会

重新得到上天的庇佑，为自己的生命

负责。 

王先生表示认同这个理，人是应

该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他又说，可是

中国这么大，真不想再出乱子。张女

士说，中国老百姓都被政治运动搞惨

了，害怕中国乱，很可以理解。老百

姓都想过平稳日子，没有理由去“动

乱”，更没有资格去“动乱”。中共草

木皆兵，要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

萌芽状态，政治运动不断，这是真正

的动乱之源。我个人的理解是，如果

每个人都能从心里认清中共本质、退

出这个组织时，中共自然就削弱直至

不存在了，这是用最平和途径解决动

乱之源，避免中国人重新遭受过去那

种政治运动之苦。王先生听后表示，

今天的交谈让他明白了许多。接着他

开心地做了三退。 

 

欲的不归路，哪朝哪代都不曾腐败到这

种烂透的地步。要想解决这些问题，首

先得肃清江派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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